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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90              证券简称：*ST 集成                公告编号：2019-040 

 

四川成飞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四川成飞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5 日在公司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了《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公告编号：2019-035），

并在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2019 年第一季度报

告全文》。经事后核查发现，由于工作人员疏忽，填报错了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

东持股情况表，现对相关内容予以更正如下： 

更正的数据为《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和《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 “第

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之“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之“1、普

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更正前：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8,989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航空工业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3.17% 190,719,663 13,540,961   

成都凯天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92% 3,290,080  冻结 214,243 

王武 境内自然人 0.58% 2,068,200    

江阴金汇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43% 1,535,464    

牛桂兰 境内自然人 0.39% 1,400,000    

李云 境内自然人 0.36% 1,291,083    

周乐成 境内自然人 0.36% 1,28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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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青祜 境内自然人 0.35% 1,271,900    

蒋凤银 境内自然人 0.34% 1,236,000    

上海东亚期货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34% 1,229,40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177,178,702 人民币普通股 177,178,702 

成都凯天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3,290,080 人民币普通股 3,290,080 

王武 2,068,200 人民币普通股 2,068,200 

江阴金汇投资有限公司 1,535,464 人民币普通股 1,535,464 

牛桂兰 1,4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400,000 

李云 1,291,083 人民币普通股 1,291,083 

周乐成 1,282,300 人民币普通股 1,282,300 

王青祜 1,271,900 人民币普通股 1,271,900 

蒋凤银 1,236,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36,000 

上海东亚期货有限公司 1,229,400 人民币普通股 1,229,4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成都凯天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属于控股股东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控

制，存在关联关系，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

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

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牛桂兰通过普通证券账号持有 1,161,400 股，通过证券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38,6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1,400,000 股；公司股

东李云通过普通证券账号持有 533,000 股，通过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持有 758,083 股，实际合计持有 1,291,083 股；公司股东周乐成通

过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282,3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1,282,300 股；公司股东王青祜通过普通证券账号持有 521,900 股，通过证

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750,000股，实际合计持有 1,271,900

股。 

 

更正后：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8,989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航空工业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3.17% 190,719,663 13,540,961   

成都凯天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92% 3,290,080  冻结 214,243 

牛桂兰 境内自然人 0.39% 1,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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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乐成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37% 1,310,200    

王青祜 境内自然人 0.35% 1,271,900    

李云 境内自然人 0.35% 1,261,483    

蒋凤银 境内自然人 0.34% 1,236,000    

上海东亚期货

有限公司 
境内一般法人 0.34% 1,229,400    

中航基金－浙

商银行－中航

基金同达 1 号

资产管理计划 

基金、理财产

品等 
0.31% 1,120,350    

陈海华 境内自然人 0.28% 999,90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177,178,702 人民币普通股 177,178,702 

成都凯天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3,290,080 人民币普通股 3,290,080 

牛桂兰 1,4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400,000 

周乐成 1,310,200 人民币普通股 1,310,200 

王青祜 1,271,900 人民币普通股 1,271,900 

李云 1,261,483 人民币普通股 1,261,483 

蒋凤银 1,236,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36,000 

上海东亚期货有限公司 1,229,400 人民币普通股 1,229,400 

中航基金－浙商银行－中航

基金同达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1,120,350 人民币普通股 1,120,350 

陈海华 999,900 人民币普通股 999,9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成都凯天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属于控股股东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控

制，存在关联关系，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

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

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牛桂兰通过普通证券账号持有 1,161,400 股，通过证券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38,6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1,400,000 股；公司股

东周乐成通过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310,200 股，实际

合计持有 1,310,200 股；公司股东王青祜通过普通证券账号持有 521,900 股，

通过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75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1,271,900 股；公司股东李云通过普通证券账号持有 503,400 股，通过证券

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758,083 股，实际合计持有 1,261,483

股。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公司《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和《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

正文》的其他内容保持不变。 

更正后的《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更新后）》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更正后的《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更新后）》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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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http://www.cninfo.com.cn）。由此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四川成飞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5 月 7 日  


